
关 于 强 化 通 俗 性
——由锡剧现状引起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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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强化通俗性是使锡剧也是使其它戏

剧赢回观众、走出困境的切实可行之路, 只有通俗性

与哲理性的结合, 才能生产出高品位的戏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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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转星移, 时光飞逝, 二十一世纪转瞬

即至。然而面对新世纪的曙光, 曾经无限辉

煌的中国戏剧却显得黯淡和苍白, 被汹涌的

市场经济大潮和各种方兴未艾的现代文化娱

乐冲击得狼狈不堪,只能始终在低谷中徘徊。

锡剧当然也在劫难逃。对此, 锡剧界许多有

识之士为振兴锡剧做了大量的努力, 但却收

效甚微, 于是, 悲观、焦躁、无奈的情绪深

深困扰着整个锡剧界。

锡剧现在之缺乏竞争力, 一个很重要的

原因, 就在于对戏曲通俗性的忽视、以及随

之而来的剧目艺术吸引力的缺乏。笔者认为,

强化通俗性应该是一条振兴锡剧的必行之

路, 而且在目前更特别具有其现实性与迫切

性。要强调的是, 这里所指的戏曲的通俗性,

是指本来意义上的, 不失其艺术品格和艺术

追求的通俗。

(一)

近代中国戏剧素来有以严肃自诩的传

统, 特别从四十年代以来, 更是以 “革命的

齿轮和螺丝钉”, “阶级斗争的工具”自居; 建

国以后, 虽然以为 “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

务”作为基本方针, 但戏剧的创作与演出常

常根本不考虑“人民群众”——观众的兴趣。

戏剧家们普遍的心态是跟随政治风云的变幻

选择题材, 以宣传特定时期的方针政策为主

旨, 而对通俗性不屑一顾, 嗤之以鼻, 把通

俗等同于庸俗、粗俗, 仿佛一沾上通俗便会

玷污了神圣的革命戏剧。其实, 这完全是一

种片面看法, 它来自几十年来人们对通俗这

个概念的严重误读。通俗通俗, 顾名思义, 即

是与世俗社会的沟通, 也是与最大多数的平

民心灵上的沟通; 它是一切大众化、平民化、

民间性、群众性的基础。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艺术与大众无缘,这

是艺术的不幸。”“文艺本应该并非只有少数

优秀者才能够欣赏。”大众化, 原本就是戏剧

艺术固有的品格; 尤其对于中国地方戏曲来

说, 通俗性是由其本体特性派生出来的。从

戏剧发生学角度看, 戏曲原本就是一种俗文

艺,是从平民生活的土壤里孕育生长起来的。

从宋元两朝的勾栏瓦舍、迎神赛会, 到近代

的茶楼酒肆戏园子, 乃至农家的堂屋场院土

戏台, 中国戏曲在热热闹闹、红红火火的打

击乐声中, 在熙熙攘攘、高高兴兴的民间观

众中蓬勃地发育成长并走向成熟与辉煌。当

然,宫廷戏剧对戏曲发展的影响不能抹杀,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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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戏曲观众的主体, 还是广大的民间观众。

可以说, 在中国文化艺术史上, 没有任何一

种艺术形式拥有戏曲这样广大的接受者, 也

没有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具有这样广泛的民间

性、群众性和通俗性。

从戏剧的美学定义来看, 戏剧是一种时

空结合的综合性直观艺术, 在剧场中, 戏剧

与观众建立的是面对面的直接交流。由于时

空的限制, 戏剧艺术有“一遍过”的特点, 它

不象文学作品可以随时停止欣赏过程从头阅

读,更不象美术作品可以无限制地反复把玩。

因此, 戏剧中的一切, 诸如戏剧情境, 人物

关系, 情节的铺陈与发展都应该让观众迅速

认知和理解, 让观众一目了然。如若故事深

奥莫测, 语言诘屈聱牙, 只能把观众赶出剧

场。唯有通俗化, 才能使戏剧与观众融洽地

沟通。

纵观古今中外, 一切优秀的受观众欢迎

的戏剧都是具有明显的通俗性的, 都具有一

种相同的魅力, 即有强烈的可看性。新时期

以来, 同样也有非常注重通俗因而大受观众

欢迎的许多戏曲剧目, 象京剧 《盘丝洞》、豫

剧 《七品芝麻官》、花鼓戏 《喜脉案》、越剧

《五女拜寿》⋯⋯省内的则有 《奇婚记》、《难

咽的苦果》、《皮九辣子》、《土裁缝与洋小

姐》等等。这些剧目的出现, 可说是对过去

那种耳提面命式的说教戏剧的反拨, 充分地

展示了戏曲的魅力,为争取观众作出了贡献。

(二)

诚然, 戏剧界确实有过公开宣称摒弃通

俗性的剧目, 它们的创作人员旨在考虑哲理

意念的表达, 毫不在乎观众的多寡。作为一

种超前的探索与实验, 它们摸索着戏剧未来

发展的某种可能性, 因而有其一定的存在价

值。但这类剧目中以话剧居多, 戏曲只占极

少数。在绝大多数戏曲中, 通俗性与主题的

严肃性、哲理性的关系, 并不是壁垒分明的,

也不应该壁垒分明。应该看到, 通俗与哲理

的结合有其必要性, 也完全有可能。因为通

俗性与哲理性这两个概念具有相对性、变易

性和相互渗透性。

首先是相对性。通俗性这个命题的内涵

与外延具有很大的模糊性, 我们很难对之作

出明确的界定。比方说滑稽戏和锡剧都属于

通俗戏剧, 但比较而言, 前者的通俗性就比

较强; 而拿锡剧和京剧来比较的话, 从总体

上说锡剧的通俗性更强, 而京剧则要表现得

高雅一些, 可是京剧 《盘丝洞》的通俗程度

又明显地高出许多锡剧剧目。

其次是变易性。通俗化与哲理化会随着

岁月的推移, 时代的变更, 以及地域和观众

的民族文化背景的差异而发生变迁与转化。

伟大戏剧家关汉卿的许多不朽剧作, 对于当

今的市民观众来说,可能会显得晦涩难懂;可

在七百年前的元代, 这些剧本都是非常通俗

本色的,充满了当时的市井风情和俚言俗语。

再说莎士比亚的戏剧, 是举世公认的精品,对

于现代中国观众无疑是一种极雅的戏剧。但

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 在那些站在伦敦环

球剧院厅座里为莎士比亚的作品大声喝彩的

水手、仆役、商人、军士、学徒工等普通市

民的眼中, 这个从乡下来的剧场差役所写的

作品就是通俗的亲切的世俗传说故事。在西

方世界盛演不衰的 《等待戈多》之类的先锋

戏剧和荒诞戏剧, 至今始终不能为中国观众

所接受, 但又焉知不会在将来的某一天, 当

中国也进入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时, 大量普

通人也体验到在过分物化的社会中的孤独焦

灼与苦恼, 而在观看荒诞情节的演绎中得到

一种宣泄的快感, 从而顺理成章地认同与欣

赏了荒诞戏剧呢?

其三是渗透性。在高品位的戏剧中,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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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性与哲理性又始终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乃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相互渗透着。

省内外上下交口赞誉的扬剧 《皮九辣

子》是一部深受观众喜爱的通俗喜剧, 然而

它的成功之处绝不仅仅在于剧场内几乎自始

至终的笑声, 而在于作者在广大观众喜爱的

皮九的故事中, 极大地弘扬了人性之美, 蕴

藏了人文主义的深刻哲理。与之相对应的例

子, 是被誉为 “二十一世纪新戏曲”的淮剧

《金龙与蜉蝣》。它无疑是一部对传统戏曲艺

术作了全面的创新和超越的现代精品, 对人

类历史和人性本质作了透彻而精到的思考,

包含着在戏曲作品中很少见的深刻哲理。在

这样一部有着丰厚美学底蕴的哲理悲剧之

中, 却自然地成功地渗透着那样多的通俗因

素。首先它有一个吸引人的外壳, 这外壳即

是一个有关帝王家庭恩怨悲欢的通俗故事。

它情节曲折, 人物性格异常鲜明与强烈, 再

加上二度创作中表、导、音、美各方面具有

时代意义的创新与整体的飞跃, 使得整台演

出非常丰富与生动, 剧场效果非常强烈。这

种对通俗性的自觉而有效的追求是剧作成功

的因素之一。

(三)

通过以上的分析与思考,我们可以看到,

一部高品位的戏剧在营造通俗化的构架时,

可以而且必须注重几个环节。

一曰强烈的故事性。以戏剧特质而言, 故

事性是戏剧性的一个基本要求。集中强烈的

人物相互动作的过程, 以悬念、惊奇、突转

为契机的情节起伏, 是戏剧特别是地方戏曲

吸引观众的最基本的技巧。因此, 组织一个

曲折动人的戏剧故事决不能忽视。

二是浅近感。浅近感指在题材的选择和

处理上,在人物性格人物关系的铺排渲染上,

以及对语言风格和韵律的追求上, 都要主动

向广大普通观众的认识水平靠拢。我们锡剧

的主体观众群是江南农民和中小城市的市

民, 日常生活中的悲欢离合, 以及他们早已

在民间传说、曲艺评弹和旧戏曲中熟悉和了

解的故事往往很受他们的青睐。即便处理历

史人物和历史题材, 作为编剧也应该更注目

于其中的传奇性, 以及历史人物与凡人相通

相近的世俗的一面; 而语言, 则当然需要生

动、易懂和鲜明的地方色彩。我们做到这些,

才能使观众带着一种亲切感和信任感来观看

演出, 也能较顺利地让观众进入一种台上台

下情感交融的最佳剧场氛围, 也只有在这基

础上,才可能实现审美境界的提高与升华。这

里仍想举 《金龙与蜉蝣》为例。此剧是一部

多层次的戏剧, 它的浅表层是一个惊心动魄

的帝王家族的故事, 深层是对封建社会荒唐

又残酷的本质的深刻揭示, 它还有极其丰富

的潜在层, 这潜层内核是对人类世界、人类

历史、以及对人性深处自由与必然的激烈冲

突的一种深沉的思考。帝王家族种种冷酷无

情、凶残暴戾的故事, 对于普通观众来说是

浅近的, 已从多种艺术形式中熟知的, 所以

一下子就得到他们的理解和认同; 加上该剧

鲜明的人物形象和夸张机趣, 富有强烈地方

特色的戏剧语言, 始终牢牢地吸引住了观众

的注意。创作者们就是这样带领观众顺利进

入戏剧氛围, 并让他们由浅入深, 尽可能多

地触摸到戏剧的深层内涵。

其三, 是观众感官的愉悦性。也就是调

动一切先进的舞台手段, 运用声、光、景、歌、

舞、曲等多种综合艺术因素, 组成丰富多彩

的视觉听觉形象, 让观众的审美心理得到最

大限度的满足。只有一台真正精美的舞台演

出, 才能把劳累了一天的观众从电视机前的

沙发上拉到剧场, 并让他们如痴如醉地被剧

情所吸引。这是一个审美的起点, 有了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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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点, 观众才可能从形式美的欣赏最终走向

对美的本质的感悟。

论及创造戏剧的形式美, 不能不提到在

欧美风行了近一百年的音乐剧。这是一种具

有极强通俗性的剧种, 虽以戏剧为本体, 有

情节, 有对话, 但音乐和舞蹈的因素极重。它

极其自由, 音乐有近于正统歌剧的, 也有爵

士、摇滚和通俗乐; 舞蹈则含有爵士舞、芭

蕾舞和现代舞。它在创造舞台演出的形式美

方面是技艺高超, 但仍有相当数量的剧目具

有哲理深度, 因此它能雅俗共赏, 满足多层

次观众的欣赏要求。中央戏剧学院谭霈生教

授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在中国也可尝试一下

发展音乐剧的路子, 他说 “在中国发展音乐

剧, 既可借鉴西方的多种音乐舞蹈形式, 更

可以向民族戏曲这个宝库吸取营养。”谭先生

的大胆设想很令人神往, 我们中国戏曲应该

能走音乐剧的路子, 特别作为地方小戏的锡

剧, 比起京剧川剧等传统大剧种来拘束与限

制要少得多, 也活泼自由得多。如果我们把

流行音乐引进锡剧曲调, 把现代舞元素糅合

于锡剧的程式身段, 同时大大强化歌舞的成

份, 能否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一种锡剧音乐剧

呢? 想来这应当更能适合当代青少年观众的

审美要求, 或许锡剧能在这样的改变中获得

更加旺盛蓬勃的艺术生命力也未可知。

(四)

以上我们探讨了强化通俗性的迫切性、

必要性和可能性。然而从认识到成功的实践,

自有一段不短的路程, 既好看又有内涵的高

品位通俗戏曲绝非唾手可得。对于创作主体

来说, 约束与滞碍我们笔杆的因素往往更多

是来自我们本身。

首先是观念的问题。前面提过中国戏剧

历来有着轻视通俗的偏向, 这种偏颇使我们

普遍地鄙视戏剧的娱乐性。特别自六十年代

后期以来, 高度强化的单一政治教化的价值

取向, 把这种偏颇推向了极致, 使我们的戏

剧工作者虽然口称 “寓教于乐”但实际上却

是 “重教轻乐”甚至 “只教不乐”, 根本不承

认戏剧不可或缺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娱乐功

能; 近年来, 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的逐步确

立与完善, 使人们的生活方式落实到一个新

的支撑点,单一的政治价值取向得以调整,一

个较自由宽松的文化环境正逐步形成。但思

想之河流决不是放下一扇闸门便立即会向反

方向回流的, 也许是这种偏颇曾经化为创作

主体的集体无意识, 反正持这种观点的人至

今决非少数。许多创作者仍然把 “教化”仅

仅理解为图解政治观点与道德评判的是与

非, 把自认为有深刻教育意义的主题迫不及

待地、喋喋不休地向台下灌去。他们的使命

感不可谓不强, 高台教化的热心也不可谓不

切, 然而他们忘了观众早已今非昔比。现如

今的市场经济又使得戏剧与观众的关系发生

了根本的改变, 观众由被动的受教育者变成

了戏剧挑剔的主顾, 谁会为了枯燥乏味的说

教而掏钱买票呢?

并不是说艺术家不需要责任感, 但艺术

家的责任感应该具有终极性, 以人的自身为

目的,亦即关注现实中人的处境和人的灵魂,

并且凭着人类的良知, 为人的幸福而焦灼、思

虑和呼喊。那种急功近利的短视功利观, 只

会桎梏戏剧家的创造力。

另有一种曾被普遍接受而且至今仍然被

许多文艺部门领导们看好的观念, 即所谓的

戏剧应该贴近现实。猛一看这观点似乎极有

道理, 其实无论从理论上或实践上来看, 这

种主张都有颇多偏差。戏剧艺术所关注的,永

远是人, 是现实中的人。缺乏对人的内心世

界和人的命运的关注, 即便是描写了重大政

治风云的变幻和经济大潮的奔涌, 都只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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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现实生活的表层。如果仅仅把这一层面

的具体矛盾和问题作为戏剧冲突来写, 那么

我们所达到的仅仅是一种 “时事性”和 “及

时性”; 那就把戏剧艺术等同于新闻报道的性

质了。七十年代末, 话剧舞台上一批产生过

强烈轰动效应的 “问题剧”就是典型的 “贴

近现实”的作品, 它们短暂辉煌期之后的沉

寂正说明了 “贴近现实”这主张的偏差。联

想到近年出现的“定向戏”, 我们敬佩创作者

们的政治热忱, 理解他们急欲使戏曲摆脱困

境的迫切。然而笔者始终认为, “定向戏”如

果仅仅表现某部门的先进经验、某阶段社会

上的某个热门话题, 或配合一项新政策出台

来敷衍出一个粗糙或平庸的故事; 而把戏剧

中至关重要的人降格为一种诠释和图解的工

具, 那么即使剧团因此而获得较好的经济效

益, 那也是一种虚假的、脆弱的短期行为。对

创作主体的艺术才能和剧团的生命力都将是

一种自戕式的损害。

要提倡戏剧家们永远努力去贴近现实中

的人, 把视点转向现实社会中人的外部处境

和内心世界; 透过现实这个表层洞悉当代人

灵魂中最深沉的运动, 把握潜藏于深层的人

性的变异。能这样做的戏剧家, 应该能顺利

地与普通观众的心灵相呼应, 也能增强情感

体验的深度与广度,从而进入创作的新天地。

其次是创作的心态。观念的偏狭定会影

响我们的心态, 而僵化滞重的心态必然会堵

塞我们的灵感, 抑制我们的艺术才能, 使我

们的创作与通俗化无缘。戏剧创作需要的是

一种自然、轻松、开放的心态。剧作家沙叶

新分析他自己及同时代剧作家的心态时说

过: “我总感到我们这一代已步入中年的作

家, 有太多的责任感, 有太多的使命感, 再

加上中国传统文化对自己的影响, 什么 ‘文

以载道’呀, 什么 ‘文章合为时而著, 歌诗

合为事而作’呀, 已成为我们自己创作时的

心理定势, 以致每每动笔, 总是为时为事, 忧

国忧民,按另一种说法就是总要干预生活,这

样就使得我们的作品出现这样两种情况: 一

方面我们的作品是严肃的, 是忠诚的, 是杜

甫式的, 是白居易式的; 另一方面, 我们的

作品(应该说是我的作品) , 又有太多的教训,

太多的政治色彩, 太多的社会内容。”沙先生

说得直率又真诚。确实, 艺术家如果背负着

太多太多沉重的责任感和严肃的使命感, 恐

怕很难拥有一份轻松自如的心态, 也很难陶

冶出一颗世俗的、易感的、丰富的艺术心灵。

前几年电视连续剧 《戏说乾隆》可说是

风靡了大江南北, “戏说”二字点清了它的价

值取向, 许多人不约而同对 “戏说”深感兴

趣。“戏说”的心态或许正是创作通俗戏剧的

最佳心态? 倘剧作家始终紧绷着心弦不肯放

松, 那只怕是不大会有超凡脱俗的艺术想象

和达观幽默的喜剧精神,也难有评判历史、指

点江山的豁达与超然, 以及宽容的富有哲理

的人生态度。而这些, 正是创作成功的通俗

戏剧不可或缺的要素。

最后, 强化通俗性还要求创作主体具有

永不凝固的开创精神和包容一切的宽大胸

怀。作为现代的锡剧工作者, 应该明了求新

求变、喜新厌旧是人们正常的审美心理, 所

以我们应力争跟上飞速发展的时代, 大胆博

采众长, 不但要把一切现代的传统的艺术门

类的养料化入自身的剧目, 而且还要利用一

切最先进的舞台手段来提高剧目的可看性,

加强锡剧的魅力。这才能既抓住老观众群,又

吸引到更多活泼多变的青年观众。

我们深信, 强化通俗性是使锡剧也是使

其它戏剧赢回观众、走出困境的切实可行之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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